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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安全人员养成计划之信息收集篇
金融事业部 俞琛

摘要：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澳门回归20周年，在大庆期间行业安

全事件数量可能再次抬头。因而，金融机构都陆续启动重要保障。面对自身安

全专岗人员不足，一种常见的做法是雇用外部团队合作。面对来势汹汹的安全

威胁，外部合作和招募信息安全专业人才之外，内部培养信息安全人员也是企

业安全团队建设的思路。

行业发展迅猛，人才培养供不应求，约一半的信息安全人员是自学成才。这

里大部分人都读过吴翰清《白帽子讲WEB安全》一书，“前言”里对“白帽子”

的定义，“在信息安全领域素有黑帽、白帽一说，白帽子均以建设安全的互联网

为己任”。为了提高读者对于信息安全人员的认知，召集更多有兴趣人士加入，

将陆续编写文章介绍。考虑建立“信息安全人员养成计划”，信息收集篇、漏洞

（缺陷）分析篇、渗透测试篇、漏洞（缺陷）加固篇共4个部分。

本文作为开篇，概要介绍信息安全人员背景，剥去神秘面纱，使读者了解

信息安全人员发展现状。同时，讲述信息安全技能信息收集及相关工作内容和工

具，且分享相关实践。

一、信息安全人员画像

企业信息安全人员是否给人印象模糊，不苟言笑。本文如下尝试给读者描绘

信息安全人员画像。

谁是黑客
黑客（hacker），原意并不是指非法入侵网络的破坏者，它的本意是指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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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而我感觉工作中的科技元素让我兴奋不已。”据此，试着用特征词来描

述：知识领域涉猎广、科技热情、热爱工作。

今年3月在美国旧金山召开RSA大会，其中一个主题演讲嘉宾是一位16

岁少女， Kyla Guru白天就读于伊利诺伊州迪尔菲尔德高中，晚上则是一名安

全行业的超级女侠。同时，Guru创建了Bits N’Bytes Cybersecurity，这是一

个全国性组织，现在已经与多个学区、Facebook和IBM等公司以及Discovery 

Education等教育平台建立了20多个国家级合作伙伴关系。Guru从教育这一

独特视角来分享她对这个行业未来的看法，以及我们如何才能彻底改变这一

现状。

同时，信息安全女性就在你我身边。这个特别的她，作为一名渗透测

试工程师入司，三年时间从青涩懵懂到技术工作独挡一面，日常工作非常刻

苦，精神令人钦佩。如今，她的下一目标是成为金融行业优秀的安全专家。

 白帽子画像
通常，外部招聘人员岗位要求1-3年相应工作经验，中高级岗位甚至要求

5年。实际某些新兴技术自身，问世都不满3年。信息安全行业亦是如此。全

球知名漏洞众测平台Hackone在其发布的一份年度报告中统计白帽子的一些属

性。信息安全人员尤其白帽子们也是充满朝气的年纪。数据显示，18-24岁区

间占比最高，合并18-34岁区域约占了82%。

图 RSAC2019 Kyla Guru主题演讲

计算机上创造艺术与美的人。

近 年 来 ， 从 硅 谷 Fa ce b o o k 对

“The Hacker Way”（黑客之道）

的极力推崇，到“hackathon”（黑

客马拉松）在顶尖程序员和科技爱好

者之间的盛行。都意味着，代表着创

新、自由、分享与开放的黑客文化的

回归与重新流行。黑客史就是一部

计算机史。史蒂夫·沃兹尼亚克、比

尔·盖茨、理查德·斯托曼、马克·扎

克伯格等著名黑客的传奇个人史，见

证了个人计算机革命、开源运动、

硅谷互联网商业的发展，而新涌现的

“生物黑客”、“创客”等黑客精神

的继承者，将引领着技术的未来。天

才黑客、信息自由的捍卫者、被誉为

“互联网之子”的Aaron Swartz的意

外逝世，让人们重新思考互联网前进

的方向，在任何一个时代，黑客都将

挑战主流观念，促进人们反思。

 信息安全行业女性
读过一篇有关信息安全行业女

性专访的文章，Tracy Maleeff是一名

独立的信息安全专业人士，主要工作

是向企业客户提供安全研究和社交媒

体咨询等服务。文章写到部分专访内

容，描述“我有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硕

士学位，而且我个人也非常热爱图书

管理员这份工作。但是我觉得我能做

的远远不止这些，在我此前的工作经

历中或多或少会涉及到高科技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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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白帽子年龄分布

 白帽子征集令
HackerOne共有超过 16.6 万在册白帽子，一共提交了 7.2 万多个漏洞，平台

累计发放奖励 2350 万美元奖金。其年度报告数据显示，在中国高级白帽的漏洞

奖金收入是软件工程师平均薪资的 3.7 倍。大多数收入来源都是大型企业安全响

应中心提供。

以上，概要介绍信息安全人员目前生存状况、年龄分布、工作方式等。如果

你认同这个特征属性，对这个群体感兴趣，不妨接着继续往下读，了解白帽子初

始技能——信息收集。

图 国内某平台集合50余家安全响应中心入口

特别提示，对于非自有网

站或信息资产的端口扫描等信

息收集行为，必须获得站点拥

有者的明确（书面）授权，从

而避免违法违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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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安全技能之信息收集

不同攻击方式，攻击过程存在差异，如简单渗透以发现问题为目的，需熟悉

常见漏洞，及漏洞发现、漏洞验证方法。再如，入侵系统以获取权限为目的，目

标是获取最高权限，要求思路清晰，提权经验丰富。简单来说，常见攻击过程包

含信息收集、探测、渗透攻击到实施恶意行为等步骤。图形化描述攻击过程通常

采用攻击链，其样式如图。

图 攻击链示例

为了识别脆落点，信息收集必定不可或缺。信息收集相关内容逐项说明

如下：

收集Web域名 开放端口
收集Web域名信息whois，可以访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http://www.

cnnic.net.cn/） 进行Whois查询。

子域名是在顶级域名下的域名，收集的子域名越多，可用信息也就越完

整。可以利用Google和Bing这样的搜索引擎进行搜索查（site:www.xxx.com）。

Google还支持额外的减号运算符，以排除我们对“网站：wikimedia.org -www 

-store”不感兴趣的子域名。当然，可以选择成熟工具进行子域名信息查询，如

查询cctv.com域名信息，见截图。

收集开放端口情况，最常用的就是神器Nmap/Zenmap【附注1】，其支持

Window/Linux/Mac OS，简单任务在日常办公电脑上运行就好。如需要定期运行

和导出详细报告，可以选择商用工具。

为了方便读者理解常用端口与常见服务/协议关系，如下提供端口/服务协议

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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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绿盟科技威胁情报平台查询cctv.com域名信息

表 常见端口/服务协议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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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应用程序及版本信息
版本侦测，用于确定目标主机开放端口上运行的具体的应用程序及版本信

息。同样可以使用Nmap工具进行收集，其提供的版本侦测具有如下的优点：

 ◆  高速。并行地进行套接字操作，实现一组高效的探测匹配定义语法。

 ◆  尽可能地确定应用名字与版本名字。

 ◆  支持TCP/UDP协议，支持文本格式与二进制格式。

 ◆  支持多种平台服务的侦测，包括Linux/Windows/Mac OS/FreeBSD等

系统。

收集站点后台路径扫描
对站点所有开放的目录结构进行路径扫描，获取具体应用部署情况。

免费工具推荐试用“御剑”，其是后台扫描工具(网站路径扫描)，由网友御

剑孤独制作的网站后台安全扫描软件。软件功能强大，帮助防御网站风险。当

然，采用各类Web扫描工具都可以高效完成扫描任务，并且导出详细报表，如绿

盟科技远程安全评估系统（RSAS），工具见下图。

图 绿盟科技RSAS Web应用扫描任务配置页面

收集人员信息 防护信息
目前，采用社会工程学【附注2】收集企业邮箱、微信、微博等企业员工信

息。比如，企业邮箱列表的收集，可以通过说明文档以及网站页面收集，或者网

站发表者以及留言板信息处收集账号。

采用工具是从cookie信息或者返回头信息进行判断，进而识别是否部署W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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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3】以及可能的WAF种类。同时，采用Metasploit【附注4】检测工具结

合人工方式，可以快速识别站点的防护信息。下一小节，选择在Metasploit这

个工具和enum_patches枚举补丁的实践操作，说明如何识别Windows补丁安

装情况。

图 信息收集需要具备发散思维

三、信息收集实践

 Metasploit
当遇到Windows目标时，识别

已应用的补丁是信息收集的有力帮

手。它可以提供有关系统上存在的其

他可能漏洞的信息。专门为这个任务

创建了一个辅助模块，叫做枚举补丁

(enum_patches)。与任何后期开发模

块一样，它是使用use命令加载的。

图 枚举补丁试用use命令加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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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模块还具有一些高级选项，可以使用show advanced命令显示这些选项。

图 枚举补丁试用show advanced命令

在完成选项配置后，使用run命令将针对我们的目标启动模块。

图 枚举补丁试用run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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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用一句话来概括 “We 

are only as strong as the 

weakest link.”引用信息安

全行业女性Kyla Guru的演

讲主题。普通员工的信息安

全意识高低，成为了影响企

业发生信息安全事件风险高

低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信

息安全感兴趣的读者，如能

通过自学或培训，逐步提高

安全技能，进而提升安全运

维能力，那一定是大家喜闻

乐见的。

本文是信息安全人员

养成计划的开篇，下一篇漏

洞（缺陷）分析篇将后续

发表。

参考1：作者：Jo_kong信息收集总结 

原文https://blog.csdn.net/qq_33336310/article/details/86665344

参考2:作者：aspirationflow 

原文https://blog.csdn.net/aspirationflow/article/details/7694274 

附注【1】: Nmap/Zenmap是一款免费的网络端口检测工具

附注【2】: 社会工程学，是一种通过人际交流的方式获得信息的非技术

渗透手段。不幸的是，这种手段非常有效，而且应用效率极高。事实上，社

会工程学已是企业安全最大的威胁之一。

附注【3】: Web应用防护系统（也称：网站应用级入侵防御系统。英

文：Web Application Firewall，简称： WAF）。利用国际上公认的一种说法：

Web应用防火墙是通过执行一系列针对HTTP/HTTPS的安全策略来专门为Web

应用提供保护的一款产品。

附注【4】: Metasploit是一款开源的安全漏洞检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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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资产视角看漏洞管理
金融事业部 孙德福

引言

漏洞管理工作是企业安全建设必不可少的一环，在风险管理工作中，漏

洞管理能够防患于未然，企业想要在漏洞管理工作中有良好的建树，做好资

产管理是必不可少的。在RSA2019中带有“网络安全风向标”头衔的创新沙盒

环节中拔得头筹的是以网络安全资产管理平台为主打的公司，这也说明资产

的管理成为了安全建设者的重点考虑的方向，而漏洞的管理与资产是密不可

分的。

漏洞管理工作中资产的价值不仅仅只是让我们清楚自身脆弱性情况，还

有很多我们可以利用的空间。

资产发现及管理

首先需要做到的是尽可能的通过各类技术手段对全部资产进行识别和监

控，例如主动的扫描探测、云端的情报识别、终端代理、第三方平台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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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的流量识别和人工的梳理。未知资产的安全往往是不可控的，做到资产可见

是实现全面漏洞管理的第一步。

其次通过对资产信息的全面收集，以资产IP、MAC或URL作为一个基本标

识，不断完善资产属性标签：

 ◆  硬件：设备类型、生产厂商、产品型号

 ◆  OS：操作系统类型、版本号

 ◆  应用软件：软件名称、生产厂商、版本号

 ◆  端口服务：服务名称、端口号、协议、Banner

 ◆  资产价值：机密、完整、可用、价值、等保级别

 ◆  登录认证：地址、账号、密码、协议、端口

 ◆  责任人：姓名、联系电话、邮箱

 ◆  资产组，地址区域、组织架构、业务系统

 ◆  自定义标签

以资产为视角的漏洞管理应用

资产视角的态势监控
通过对资产的在线离线状态进行持续监控，及时了解当前系统资产活跃情

况，通过对资产属性的分布统计便于了解当前资产分布类型。以及对资产漏洞趋

势监控了解资产脆弱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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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资产暴露稽查
利用云端威胁情报，快速准确的发现互联网暴露的资产分布情况及安全现

状，提高客户对暴露资产的可管可控能力。

易被攻陷的高危主机
 ◆  开放高风险服务端口的主机

 ◆  开放多端口的主机

 ◆  开放非常见协议的主机

存在恶意行为的主机
 ◆  发起DDoS攻击/利用漏洞对外发起攻击/扫描源/垃圾邮件源/关联了恶意

软件/Botnet客户端

值得关注的IP和域名
 ◆  可能存在业务敏感信息泄露

 ◆  非有效业务页面

未知资产发现
 ◆  未知IP资产/未知子域名资产

域名是否在工信部ICP备案

资产关联漏洞情报的预警

利用云端情报推送热点漏洞信息，通过资产关联，自动关联具有漏洞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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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手动或自动的下发预警通告给相应资产责任人，减少因漏洞定位工作带来

的漏洞响应时间的消耗，提高漏洞应急响应效率。

基于资产版本的漏洞修正
漏洞扫描无法避免误报问题，而误报问题又往往是限制漏洞管理工作推广的

重要因素，如何通过一些技术或者人工手段去修正误报，就成了漏洞管理工作中

的繁重工作，要知道大部分的漏洞是通过版本匹配的，所以完全可以利用资产管

理中对资产版本信息的精细化，来修正我们因为扫描器获取版本信息错误或者不

准确所带来的漏洞误报问题。

基于资产责任人的漏洞修复考核
对资产添加资产责任人，漏洞修复工作以工单方式推送给具体资产责任人，

修复过程严格遵照漏洞修复生命管理周期的方式，做好漏洞修复每个阶段的统

计、监督及审计工作，通过对资产负责人的漏洞修复考核来推进漏洞修复工作的

开展，同时也可以利用责任机制来对漏洞进行管理追责。

利用资产组定义实现漏洞治理
通过对资产的梳理定位，利用组织架构、地理位置、业务架构等不同资产组

分类方式，绑定具体资产负责人员，通过对漏洞修复状态的跟踪、统计、量化分

析等，以资产视角为漏洞修复成果进行评分对比，直观的展示当前资产漏洞管理

工作的成效，推动漏洞管理积极有效的进行下去。可以通过资产组视角下不同的

维度进行对比展示：

 ◆  漏洞修复时间

 ◆  漏洞修复成果占比

 ◆  资产组下的漏洞数量、风险比例、总体风险值

 ◆  漏洞再次发现、修复失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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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企业数据安全防护之道
金融事业部 张龙飞

热点事件

2019年4月22日，国内知名的视频弹幕网站哔哩哔哩（bilibili，简称“B

站”）的网站后台工程源码疑似被上传至GitHub，并且其中包含大量用户名密码

信息，之后官方回应：确认该部分代码属于较老的历史版本，网站已经执行了主

动防御措施，确认此事件不会影响到网站安全和用户数据安全。受该事件影响，

B站盘前股价跌超4%。而本次事件的源头是内部员工所为还是外部恶意入侵所

致，还暂时无从知晓。

2019年4月29日，网传“大疆前员工泄露公司源代码致公司损失百万”，后

经大疆公司官方证实：前大疆员工在负责农业无人机管理平台和农机喷洒系统 2 

个模块的编码开发开发时，将模板代码上传至GitHub网站的“公有仓库”，造成

了源代码泄露。尽管大疆公司采取了合理的保密措施，但该次事件依然给大疆造

成经济损失116.4万元人民币。

而早在2018年2月，苹果遇到了被称为史上最“严重”的泄密事件：iOS 9源

代码被泄露至GitHub，据报道该事件的元凶为“苹果的前实习生”，该事件也引

起了公众对苹果手机安全问题的担忧。

焦点问题

在网络安全行业的风向标-全球信息安全盛会RSA大会上，“数据安全”从

2016、2017到2018蝉联三年RSA热词榜冠军，可见“数据安全”早已成为大家共

同关注的焦点问题。

2019年RSA最新发布的《2019数据隐私和安全调查报告》显示，消费者对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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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大量高调数据泄露事件的强烈反应暴露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一个潜在风险：

失去客户信任。数据安全已成为企业和消费者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

在这个“数据为王”的时代，源代码、客户信息、财务数据等作为企业的数

据资产，一旦泄露造成的经济损失、名誉损失甚至是信任危机等影响无法估量，

数据安全也已成为关乎企业生死存亡的核心要素之一。

“数据安全”蝉联三年RSA热词榜冠军

对于数据安全，全球知名市场研究机构Gartner总结提出了企业面临的三大

挑战：

1. 在当前全球数字化业务开展得如火如荼时期，企业的业务发展开始依赖于

数据资产带来的金融机会，但同时企业缺乏对数据相关金融风险、负债规模和范

围进行评估的意识或能力。

2. 企业数据资产无论是存储在本地还是在公共云，数据资产被使用的速度，

数据资产的规模、种类和价值都在不断增长，导致数字化业务投资决策的复杂性

和风险也急剧增加。

3. 在风险敞口增加的同时，企业由于缺乏将数据的投资和安全性进行整合的

业务策略，将减少企业数据变现和价值创造的机会。

针对上述挑战，Gartner提出应用数据安全治理框架来识别安全威胁、监管

合规以及安全事件造成的业务风险，并对每个数据集合使用Gartner财务数据风险

评估的决策矩阵，来指导企业进行合理的风险缓解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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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tner数据安全治理（DSG）框架

防护之道

绿盟科技结合客户的数据安全防护需求，对实际情况进行调研了解，分

析总结出了一套完整又科学的数据安全治理方法：“知”、“识”、“控”、

“察”。

绿盟科技数据安全治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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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	分析政策法规、梳理业务及人员对数据的使用规范，定义敏感

数据；

 ◆  识：	根据定义好的敏感数据，利用工具对全网进行敏感数据扫描发现，

对发现的数据进行数据定位、数据分类、数据分级。

 ◆  控：	根据敏感数据的级别，设定数据在全生命周期中的可用范围，利用

规范和工具对数据进行细粒度的权限管控。

 ◆  察： 对数据进行监督监察，保障数据在可控范围内正常使用的同时，也

对非法的数据行为进行了记录，为事后取证留下了清晰准确的日志

信息。

绿盟科技将数据安全治理方法：“知”、“识”、“控”、“察”应用于实

际项目中，利用咨询服务发现数据风险，通过产品落地实现对数据的可视化监控

和风险点排除，及时预警、阻止对数据的非法使用行为，最后对数据进行持续运

营服务，让数据始终处于被监控的安全状态，当有新的业务上线时，可根据此数

据治理方法快速的实现针对新数据的安全监控，从而实现针对企业数据资产的全

生命周期安全防护。

绿盟科技数据安全解决方案

参考资料
①小心代码变“开源”，信息防护要这样做》 绿盟科技公众号
②《Gartner研究|数据安全治理与财务风险评估关联模型》 安华金和公众号
③《重磅推荐|绿盟数据安全解决方案》 绿盟科技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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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ker 安全配置分析
创新中心 江国龙

摘要：容器技术基于容器主机操作系统的内核，通过对CPU、内存和

文件系统等资源的隔离、划分和控制，实现进程之间透明的资源使用。因

此，容器主机的安全性对整个容器环境的安全有着重要的影响。

1. 概述

最近有很多关于容器安全性的讨论，尤其是当在生产环境中部署使用容

器的时候。容器环境所面临的大多数安全威胁，和非容器环境存在的威胁在

本质上基本是一致的。只不过基于容器的某些特性，出现了一些新的场景和

攻击面。

那么对于容器环境来说，都有什么样的安全威胁呢？总结起来可以从以

下三个方面来进行简单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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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础设施/运行环境是否是安全的。容器技术是基于容器主机操作系统

内核实现的资源隔离，相比较vm来讲，容器对主机的操作系统有了更多的权限，

因此诸如OS的安全补丁、API、权限、认证、隔离等问题对容器的安全性有着很

大的影响。

（2）容器的镜像是否是安全的。关于容器镜像的安全性，比如像镜像的漏

洞、恶意程序等问题，之前的文章《容器镜像的脆弱性分析》已经进行了比较全

面的分析，这里就不再过多介绍了。

（3）容器运行时是否是安全的。比如容器中是否运行了非法的进程、是否

遭到了DDoS攻击、是否发生了逃逸等。

2. 容器环境脆弱性分析

本小节将从三个方面，简单介绍容器基础设施/运行环境的安全性。

2.1 容器逃逸
容器逃逸攻击与虚拟机逃逸攻击相似，利用虚拟化软件存在的漏洞，通过

容器获取主机权限入侵主机，以达到攻击主机的目的。这里通过容器入侵主机的

逃逸，一方面包括在容器中获取到更多的主机权限；另一方面包括不完善的隔离

存储。

具体地，一些PoC工具，如Shocker，可展示如何从Docker容器逃逸并读取

到主机某个目录的文件内容。Shocker攻击的关键是执行了系统调用open_by_

handle_at函数，Linux手册中特别提到调用open_by_handle_at函数需要具备

CAP_DAC_READ_SEARCH能力，而Docker1.0版本对Capability使用黑名单管理策

略，并且没有限制CAP_DAC_READ_SEARCH能力，因而引发了容器逃逸的风险。

2.2 容器网络
Docker默认采用预设的桥接网络驱动，一个docker0的网桥将所有容器连接

该网桥，docker0网桥扮演着路由和NAT的角色，容器间通信都会经过容器主机。

默认情况下，这种桥接采用黑名单的方式，即同一主机上的容器之间是允许

所有通信的，用户根据业务需求添加访问控制规则。如果各容器之间没有防火墙

保护，攻击者就可以利用主机内部网络进行容器间的ARP欺骗、嗅探、广播风暴

等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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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拒绝服务
默认情况下容器可以使用主机上的所有资源，如果某个容器以独占方式

访问或消耗主机的大量资源，则该主机上的其它容器就会因为缺乏资源而无

法正常运行。

DoS攻击可针对任何资源，例如计算资源、存储资源、网络资源等，下

面分别以这三种资源进行说明。

（1）计算资源。Fork Bomb 是一个很典型的计算型DoS攻击场景，主机

内核正常情况下只能支持一定数量的进程，如果某个容器内的进程组新建过

多进程，消耗了主机上的所有进程资源，那其它的容器就没有资源来创建新

的进程，甚至会危及主机的正常工作。

Fork Bomb也是自2015年到现在Docker社区一直讨论的问题，目前最好

的方法是限制内存的使用（--kernel-memory=#M），但是，当在与加密文件

一起使用时可能会偶尔出现问题。

（2）存储资源。在容器技术的实现中，通过mount命名空间实现了文

件系统的隔离。但是文件系统隔离仅仅是一个非常基本的要求。不建议使用

AUFS做存储驱动，虽然AUFS创建出的容器文件系统互相隔离，但是在存储空

间方面却没有任何限制。换言之，一个容器如果不断写文件，将会写满存储

介质，其它容器将无法执行写操作，导致拒绝服务攻击。

（3）网络资源。DoS攻击层出不穷，容器内网络带宽耗尽也是其中一

种，攻击者使用大量的受控主机向被攻击目标（容器）发送大量的网络数据

包，以占满容器的网络宽带，并消耗容器主机的网络数据处理能力，达到拒

绝服务的目的。

3. CIS Benchmark

CIS针对Docker和Kubernetes，分别提出了安全基准文档，用于对Docker

和Kubernetes运行环境进行安全审计。

下面本文将通过两个例子，介绍在默认情况下容器环境的安全风险。

3.1 Docker默认配置风险
宿主机采用Ubuntu 16.04.4 LTS（4.4.0-116-generic，x86_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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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Docker官方的安装文档https://docs.docker.com/install/linux/docker-

ce/ubuntu/#set-up-the-repository，安装Docker。版本如下图所示。

使用docker-bench-security（https://github.com/docker/docker-bench-

security）对其进行检查。

检查结果如下表所示：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总数 INFO/NOTE PASS WARN

1 Host Configuration 13 9 0 4

2 Docker daemon configuration 18 3 8 7

3 Docker daemon configuration files 20 16 4 0

4 Container Images and Build File 11 8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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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总数 INFO/NOTE PASS WARN

5 Container Runtime 0 0 0 0

6 Docker Security Operations 2 2 0 0

7 Docker Swarm Configuration 10 0 10 0

总计 74 38 24 12

从上表的结果中可以看出，检查结果总计可以划分为三类：

(1) 通知提示（INFO/NOTE）。比如针对2.6的检查，要求确保配置了对

Docker daemon访问的TLS认证。而测试环境默认启动的Docker daemon是没有

启动TCP监听服务的，因此，对于该条目，设置为通知提示。

(2) 通过（PASS）。比如针对2.2的检查，要求确保Docker日志级别设置为

“INFO”，Docker默认的日志级别符合该要求，因此检查结果为PASS。

(3) 警告（WARN）。比如针对2.1的检查，要求连接在默认网桥上Docker实

例之间的网络流量，是要限制其之间的网络访问。而Docker的默认配置，是允许

所有实例通信的，因此该条目提示为告警级别。

由于在CIS的标准中，第5章是针对Container Runtime的，在主机上没有容

器实例运行时，这一大项的检测是跳过的，因此所有的数据都是0。这种情况

下，针对全部的74项检测，除去通知级别的38项，剩下的36项检测中，告警的有

12项，比例达到了33%。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主机配置检查

确保为存储Docker文件，创建一个单独的分区（逻辑卷）



2019.5  /  安全月刊 27

行业研究行业方案

确保Docker daemon要将审计的能力进行配置，在/etc/audit/audit.rules文

件中添加一条审计规则：–w /usr/bin/docker –k docker。

确保对docker文件和目录进行审计，在/etc/audit/audit.rules文件中添加一

条审计规则：–w /var/lib/docker –k docker。

同样是对Docker文件和目录进行审计的检查，在/etc/audit/audit.rules文件

中添加一条审计规则：–w /etc/docker –k docker。

（2）Docker daemon配置检查

确保容器间在默认的桥接网络上，采用白名单方式实现通信。将docker 

daemon启动参数（/etc/docker/daemon.json）icc设置为false。

确保在Docker守护进程中启用用户命名空间，将启动参数userns-remap设

置为default。

确保启用Docker客户端命令的认证授权，Docker默认是没有对客户端命令

进行授权管理的功能，这里需要借助第三方插件实现。Docker官方给出的插件主

要包括Casbin AuthZ Plugin、HBM plugin和Twistlock AuthZ Broker这三种。可以

采用以下命令运行插件：

# docker run -d -v /var/lib/authz-broker/policy.json:/var/lib/authz-broker/

policy.json -v /run/docker/plugins/:/run/docker/plugins twistlock/authz-bro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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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docker daemon启动参数（/etc/docker/daemon. json）中的

authorization-plugins设置为authz-broker。

确保配置了集中式和远程的日志记录。在docker daemon启动参数（/etc/

docker/daemon.json）中的log-driver设置为syslog，log-opts设置为{

“syslog-address” : “ = tcp://192.x.x.x”。

确保容器实例可以支持无守护进程运行，也就是说，docker daemon在关闭

或者恢复时，不会停止容器，并且可以在daemon重新启动后重新接管。

将docker daemon启动参数（/etc/docker/daemon.json）中的live-restore设

置为true。

Docker 引擎提供了两种将主机端口转发到容器端口的方式：DNAT和

Userland Proxy。默认情况下，Userland Proxy已启用。

将docker daemon启动参数（/etc/docker/daemon.json）中的userland-

proxy设置为false。

确保限制容器获取新的权限。

将docker daemon启动参数（/etc/docker/daemon.json）中的no-new-

privileges设置为true。

（4）Docker镜像和构建文件检查

确保启用了Docker的内容信任，默认情况下，内容信任是被禁止的。可以通

过修改环境变量来进行设置，export DOCKER_CONTENT_TRUST=1。

考虑到这里的检测，并未覆盖到第5章中Container Runtime相关的内容，因

此在测试环境中，我们运行一个容器，再来进行一下测试，结果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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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cker run -d -p 80:80 --read-only -v $(pwd)/nginx-cache:/var/cache/nginx 

-v $(pwd)/nginx-pid:/var/run nginx（https://hub.docker.com/_/nginx/，以只读模

式运行nginx）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总数 INFO/NOTE PASS WARN

1 Host Configuration 13 9 0 4

2 Docker daemon configuration 18 3 8 7

3 Docker daemon configuration files 20 16 4 0

4 Container Images and Build File 11 8 0 3

5 Container Runtime 31 6 16 9

6 Docker Security Operations 2 2 0 0

7 Docker Swarm Configuration 10 0 10 0

总计 105 44 38 23

对比这两个结果可以发现，1/2/3/6/7这五部分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第四

部分原来的2个PASS的内容变成了WARN，第五部分的内容进行了检测。至于第

五部分的内容，涉及到运行时，不同的容器可能结果会不同，因此这里不再详细

分析。第四部分由PASS转为WARN的2项是：

默认情况下，容器以root权限运行，并且以容器中的用户root身份运行，应

确保容器镜像的Dockerfile包含USER指令，或者在USER指令前通过useradd命令

添加特定用户。

确保将HEALTHCHECK指令添加到Docker镜像中，进而能够对运行的容器实

例进行运行状况检查。默认情况下，HEALTHCHECK未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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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Kubernetes默认配置风险
采用两节点使用Kubeadm部署Kubernetes v1.12.1。

Master节点检测结果如下表所示。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总数 INFO/NOTE PASS WARN

1 API Server 34 0 8 26

2 Scheduler 1 0 0 1

3 Controller Manager 6 0 4 2

4 Configuration Files 12 2 9 1

5 etcd 8 0 6 2

6 General Security Primitives 8 8 0 0

总计 69 10 27 32

Worker节点检测结果如下表所示。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总数 INFO/NOTE PASS WARN

1 Kubelet 13 v0 3 10

2 Configuration Files 6 2 4 0

总计 19 2 7 10

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就不再

对结果进行详细分析了。

点击此链接，下载《2018绿盟

科技容器安全技术报告》完整版。

http://blog.nsfocus.net/global-

threat-analysis-container-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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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大盗 Carbanak 源代码公布两年， 
竟无人知？

小编来报：盗取超10亿欧

元的黑客组织FIN7的大作——

Carbanak的源代码近日被安全

研究员发现，然而它居然已在

VirusTotal上公布了两年……

据外媒报道，世界上最危险的恶意软件之一Carbanak的源代码已经在

VirusTotal上发布了两年，但几乎无人知晓，甚至连安全公司都没有注意到。

最终，美国网络安全公司FireEye的安全研究人员发现了Carbanak，且官

网上已发布了博客文章，将详细地分析Carbanak源代码，网络安全社区可进

行学习。

Carbanak恶意软件是一个后门木马，是黑客组织FIN7的作品，FIN7也被

称为Carbanak，Anunak或Cobalt组织。FIN7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危险、最多

产的黑客组织之一，专门对银行和金融机构进行黑客攻击，涉案金额超过10

亿欧元。



安全月刊  /  2019.532

行业研究 安全事件

以下是FIN7组织这些年来的活动：

 ◆  2013-2014年，开发了Anunak恶意软件，主要针对金融机构和ATM

网络。

 ◆ 2014-2016年，开发了比Anunak更先进和复杂的Carbanak恶意软件。

 ◆  2016-2017年，使用一个合法的渗透测试神器Cobalt Strike开发了自定

义恶意软件。

Carbanak后门是该组织的第二代恶意软件，为入侵银行网络的主要工

具。FIN7通常通过银行员工感染Carbanak恶意软件，进入银行敏感系统。

多年来，受命调查FIN7攻击的安全研究人员大多都已经掌握了Carbanak

恶意软件，但拥有的只是编译版本，很难深入分析和完全理解。

然而，情况在2019年4月发生了变化，FireEye安全研究员Nick Carr在恶

意软件扫描门户网站VirusTotal上发现了两份文件，其中包含了Carbanak的源

代码。Carbanak源代码为20MB，包含755个文件。

这两个文件是从俄罗斯的一个IP地址中上传的，虽然该组织已经改用基

于Cobalt Strike的恶意软件工具，但是还是能帮助研究人员更好地理解FIN7的

恶意软件。

Carr表示，这两份文件包含了恶意软件的全部源代码，以及之前从未见

过的插件，代码超10万行。

2018年7月，有消息称Carbanak代码在现已关闭的Mal3all黑客论坛上被

泄露，但经证实是假消息。经过进一步的分析，2018年7月泄露的源代码是

RatoPak恶意软件的代码，属于Corkow组织，这是另一个网络犯罪组织，目

标同样也是银行，且其运作模式与Carbanak在2014年建立的模式相同。

如今，FIN7组织已不复存在。2018年3月，欧洲刑警组织在西班牙逮捕了

该团伙的头目，同年8月，乌克兰警方逮捕了三名嫌疑人。

不过FIN7的其他成员并没有就此放弃。来自网络安全行业的多个消息

称，FIN7组织似乎已经分裂成更小的团伙，且仍然以银行业为目标。

原文转自：E安全

原文链接：https://www.easyaq.com/news/2147306965.shtml

自从不法分子利用NSA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美国国家安全局）泄露的危险

漏洞“EternalBlue”（永恒之

蓝）进行传播WannaCry勒索

病毒后，各类高危的恶意软件

越来越被人们所关注。黑客组

织FIN7利用Carbanak恶意软件

累计非法获利超10亿美元，且

在过去五年，此类恶意软件变

得更先进、更具破坏力。对金

融行业而言，面对此类安全威

胁，原有的安全架构防护已捉

襟见肘，需要更多的安全防护

手段来监测并预警可能发生的

高级威胁攻击。

专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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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印度将超英国，成为银行卡诈骗 
第二大目标国

由于印度的人口、中产阶级和经济的增长，加上网络犯罪猖獗，印度可

能在2019年超过英国，成为第二大银行卡诈骗目标国。

据外媒报道，由于网络犯罪猖獗，印度可能在2019年超过英国，成为仅

次于美国的第二大银行卡诈骗目标国。

据网络安全公司Gemini Advisory统计的网络犯罪数据显示，2018年，超

过320万印度支付卡记录被泄露并出售，这一数字较前一年大幅上升，2017年

只有80万张印度支付卡的详细信息被发布在网上。

印度突然受到关注并不是没有原因的。预计到2024年，印度将超过中

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且预计在今年年底印度的经济将超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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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再加上印度中产阶级的壮大和政府对国家数字化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印

度人拥有了支付卡。

但支付卡数量突然增加，银行业并没有在支付卡安全性方面做出努力。

印度的银行仍然易受黑客攻击，电子银行解决方案存在许多安全漏洞，ATM网

络不像其他国家的ATM网络那样受到国家密切关注，这为网络攻击和金融欺诈

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网络犯罪分子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印度被忽视的ATM网络现在是大多数

组织试图用克隆卡兑现被盗资金的地方。

Gemini公司的研究人员Stas Alforov和Christopher Thomas称，暗网中的

威胁行为者此前曾称印度为取款的理想地点，许多被盗的欧洲银行卡可以在

印度取款。

同样，由于大多数印度银行没有采用现代的反欺诈系统，印度的支付卡

很容易被克隆，因此很受欢迎。

Alforov和Thomas指出，网络犯罪集团的这一认识导致印度支付卡的销售

价格飙升了150%，目前印度的支付卡在暗网中需求旺盛。

印度金融业也注意到了网络罪犯的行动，开始采取应对措施。印度储备

银行要求所有ATM机和POS机在2019年1月1日前兼容EMV标准。Gemini表示，

通过引进和转换EMV技术，网络犯罪团伙将不得不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资

金克隆带EMV芯片的卡片，而不是像最近那样只需要克隆磁条。

但是，EMV技术将在多大程度上减少支付卡欺诈还不得而知。印度的人

口、中产阶级和经济的增长可能会使印度成为许多网络犯罪集团的目标。

原文转自：E安全

原文链接：https://www.easyaq.com/news/2147306956.shtml

随着印度经济的增长，国

家对数字化的重视，申请支付

卡民众也在成倍增加；然而前

2年印度银行业在支付卡安全

性问题上，并没有做好相应的

安全防护措施，导致支付卡记

录被泄露并出售。虽然从今年

以来印度银行业开始对支付卡

引进EMV技术,	从磁条卡向智能

IC卡发展，能一定程度的降低

卡片被复制的概率；但是银行

支付卡的安全，涉及多方面的

安全防护能力，首先需要银行

积极运用新的技术手段，提高

自身安全基础设施的防护、主

动防御的能力，同时构建反欺

诈、风控体系，全面提升风险

防控能力。另一方面需要培养

持卡人的正确用卡和防诈骗的

意识。

专家点评



2019.5  /  安全月刊 35

行业研究安全事件

2017年5月，因成功破解在全球肆虐的勒索病毒WannaCry，英国电脑专

家马库斯·哈钦斯（Marcus Hutchins，网名MalwareTech）一举成名，并被

视为英雄。据外媒报道，他最近承认，在他从事恶意软件研究的职业生涯之

前，曾编写过恶意软件。

哈钦斯在其网站上的一份声明中写道：“我对此表示遗憾，并会对自己

所犯的错误承担全部责任。我将继续努力保护人们免受恶意软件攻击。”

根据外媒获得的法庭文件，哈钦斯承认了两项指控，政府同意撤销另外

八项指控。他承认制造和传播了恶意软件。哈钦斯的每项指控都是最高5年的

监禁，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以及最高一年的监督释放。

2017年8月，美国当局在拉斯维加斯国际机场逮捕了哈钦斯，当时他已参

加完Black Hat和DEF CON安全会议，正打算返回英国。

哈钦斯被指控开发了Kronos和UPAS-Kit两种银行木马。他还被控与一名

同谋合作，在网上销售这两种恶意软件。这件事发生在2012年7月至2015年9

月之间，当时哈钦斯还没有成名。

哈钦斯的被捕引起了许多争议。哈钦斯称自己是在睡眠不足和醉酒的情

况下被拘留和审讯的，FBI特工在审讯时误导了他。此外，他的律师也辩称，

哈钦斯的行为发生在他还未成年的时候，而且超出了标准的五年诉讼时效。

WannaCry 英雄认罪，或面临最高十年监禁

小编来报：人生如戏，英国

电脑专家马库斯·哈钦斯因破解肆

虐全球的勒索病毒WannaCry而成

为英雄，如今又因传播恶意软件而

沦为阶下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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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检方提出了新的指控，开发了UPAS-Kit木马（最初只被控开发

Kronos），以及在审讯期间对FBI撒谎。一些美国法律专家认为，这些新的指

控是荒唐的。

但是最终，哈钦斯的案件将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进行审判，他的量刑听

证会尚未确定。

哈钦斯被禁止继续为他的雇主，美国网络安全公司Kryptos Logic工作，

但是他开始向安全社区的人分享他的恶意软件分析技能。在过去一年半的时

间里，哈钦斯一直在出版书面和视频恶意软件分析教程。哈钦斯已获保释，

目前在洛杉矶等待审判。

原文转自：E安全

原文链接：https://www.easyaq.com/news/2147306960.shtml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从英雄到罪犯只在一念之间，对于网络安全从

业者更是如此：有人利用安全技术维护网络世界的“和平”，有人利用

安全技术牟取非法的利益。在网络安全成为热点的今天，从个人安全、

企业安全到国家安全都与网络安全息息相关，作为网络安全从业者应该

明确法律边界、恪守道德底线、坚守职业操守。

专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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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che Tomcat 远程代码 
执行漏洞 (CVE-2019-0232) 
威胁预警通告
发布时间：2019 年 4 月 11 日

综述

当地时间4月10日，Apache官方发布通告称将在最新版本中修复一个远

程代码执行漏洞（CVE-2019-0232）。在启用了enableCmdLineArguments的

Windows上运行时，由于JRE将命令行参数传递给Windows的方式存在错误，

CGI Servlet很容易受到远程执行代码的攻击。CGI Servlet默认是关闭的。

漏洞详细信息可参考：

https://codewhitesec.blogspot.com/2016/02/java-and-command-line-

injections-in-windows.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61228144344/https://blogs.msdn.

microsoft.com/twistylittlepassagesallalike/2011/04/23/everyone-quotes-

command-line-arguments-the-wrong-way/

受影响的版本

 □  Apache Tomcat 9.0.0.M1 to 9.0.17

 □  Apache Tomcat 8.5.0 to 8.5.39

 □  Apache Tomcat 7.0.0 to 7.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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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影响的版本

 □  Apache Tomcat 9.0.18

 □  Apache Tomcat 8.5.40

 □  Apache Tomcat 7.0.94

解决方案

Apache官方还未正式发布以上最新版本，受影响的用户请保持关注，在

官方更新后尽快升级进行防护。与此同时，用户可以将CGI Servlet初始化参数

enableCmdLineArguments设置为false来进行防护。

参考链接：

http://tomcat.apache.org/security-7.html

http://tomcat.apache.org/security-8.html

http://tomcat.apache.org/security-9.html

声 明
本安全公告仅用来描述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绿盟科技不为此安全公告提供任

何保证或承诺。由于传播、利用此安全公告所提供的信息而造成的任何直接或者间接

的后果及损失，均由使用者本人负责，绿盟科技以及安全公告作者不为此承担任何责

任。绿盟科技拥有对此安全公告的修改和解释权。如欲转载或传播此安全公告，必须

保证此安全公告的完整性，包括版权声明等全部内容。未经绿盟科技允许，不得任意

修改或者增减此安全公告内容，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其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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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近日，Apache官方发布通告修复了一个HTTP Server中存在的提权漏洞

（CVE-2019-0211）。通过该漏洞，拥有MPM事件，worker或prefork，或在权

限较低的子进程或线程（包括由进程内脚本解释器执行的脚本）中执行代码

等低权限时，可以通过操作计分板（Scoreboard）来获取其父进程（通常为

Root）权限并执行代码。

该漏洞仅影响Unix系统下的Apache HTTP Server组件。

官方通告链接：

h t t p s : / / h t t p d . a p a c h e . o r g / s e c u r i t y / v u l n e r a b i l i t i e s _ 2 4 .

html#CVE-2019-0211

受影响的版本

 □  Apache HTTP Server 2.4.17 – 2.4.38

不受影响的版本

 □  Apache HTTP Server 2.4.39

Apache HTTP Server 权限提升漏洞 
(CVE-2019-0211) 威胁预警通告
发布时间：2019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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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Apache官方已经发布最新版本2.4.39修复了上述漏洞，请用户尽快更新

升级进行防护。

参考链接：

https://httpd.apache.org/security/vulnerabilities_24.html#CVE-2019-0211

声 明
本安全公告仅用来描述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绿盟科技不为此安全公告提供任

何保证或承诺。由于传播、利用此安全公告所提供的信息而造成的任何直接或者间接

的后果及损失，均由使用者本人负责，绿盟科技以及安全公告作者不为此承担任何责

任。绿盟科技拥有对此安全公告的修改和解释权。如欲转载或传播此安全公告，必须

保证此安全公告的完整性，包括版权声明等全部内容。未经绿盟科技允许，不得任意

修改或者增减此安全公告内容，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其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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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che Axis 远程代码执行 
（CVE-2019-0227) 
威胁预警通告
发布时间：2019 年 4 月 10 日

综述

Axis附带的默认服务StockQuoteService.jws包含一个硬编码的HTTP URL，可

用于触发HTTP请求。攻击者可以通过域名（www.xmltoday.com）接管或者通过

ARP欺骗服务器从而执行MITM攻击，并将HTTP请求重定向到恶意Web服务器，

在Apache Axis服务器上远程执行代码（CVE-2019-0227）。

目前为了防止域名www.xmltoday.com被恶意攻击者利用，已经有白帽子将

其购买。

参考文档：

https://rhinosecuritylabs.com/application-security/cve-2019-0227-expired-

domain-rce-apache-ax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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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Apache Axis

Apache Axis是一种简单对象访问协议（SOAP）引擎，目前已经支持

SOAP1.2/REST。

受影响的版本

 □ Apache Axis Version = 1.4

不受影响的版本

 □  Apache Axis2 所有版本（目前暂时没有发现Axis2的服务存在外联

现象）。

解决方案

 ◆  如果正在使用Axis，可以删除Axis根目录中StockQuoteService.jws

文件。

 ◆  确保在Axis或Axis2中运行的任何库或服务不存在外联的HTTP/HTTPS

请求。

 ◆ Apache Axis2的下载地址为：

 http://axis.apache.org/axis2/java/core/download.html

声 明
本安全公告仅用来描述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绿盟科技不为此安全公告提供任

何保证或承诺。由于传播、利用此安全公告所提供的信息而造成的任何直接或者间接

的后果及损失，均由使用者本人负责，绿盟科技以及安全公告作者不为此承担任何责

任。绿盟科技拥有对此安全公告的修改和解释权。如欲转载或传播此安全公告，必须

保证此安全公告的完整性，包括版权声明等全部内容。未经绿盟科技允许，不得任意

修改或者增减此安全公告内容，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其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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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安全公告仅用来描述可能存在

的安全问题，绿盟科技不为此安全公

告提供任何保证或承诺。由于传播、

利用此安全公告所提供的信息而造成

的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后果及损失，

均由使用者本人负责，绿盟科技以及

安全公告作者不为此承担任何责任。

绿盟科技拥有对此安全公告的修改和

解释权。如欲转载或传播此安全公

告，必须保证此安全公告的完整性，

包括版权声明等全部内容。未经绿盟

科技允许，不得任意修改或者增减此

安全公告内容，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其

用于商业目的。

IE 和 Edge 浏览器 0-day 漏洞 
威胁预警通告
发布时间：2019 年 4 月 1 日

综述

近日，国外研究员公布了关于Microsoft Edge和Internet Explorer浏览器

的0-day漏洞。攻击者可以利用该漏洞绕过这2款浏览器的同源策略（Same-

Origin Policy），在用户点击了攻击者提供的恶意链接后，造成通用型跨站脚

本攻击（UXSS），盗取用户的敏感信息。

受影响的版本

 □ 目前最新版本的IE和Edge浏览器均受影响

解决方案

截止本通告发布时，Microsoft官方还未修复上述漏洞。

建议用户不要轻易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同时在官方未修复前，可以尽

量避免使用IE以及Edge浏览器。

参考链接：

https://thehackernews.com/2019/03/microsoft-edge-ie-zero-days.html

https://twitter.com/Windowsrcer/status/1111386034439229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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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IOS XR 64 位软件高危 
漏洞（CVE-2019-1710） 

威胁预警通告
发布时间：2019 年 4 月 18 日

综述

Cisco发布公告修复了一个Cisco ASR 9000系列中用到的IOS XR 64位软件

的漏洞（CVE-2019-1710）。该漏洞是由于辅助管理接口与内部sysadmin应用

程序的错误隔离造成的，攻击者可以通过该漏洞在未授权的情况下远程登录

受影响的设备或者造成拒绝服务攻击。

CVSS 3.0评分：9.8

AV:N/AC:L/PR:N/UI:N/S:U/C:H/I:H/A:H/E:X/RL:X/RC:X

详细信息可参考：

https://tools.cisco.com/security/center/content/CiscoSecurityAdvisory/

cisco-sa-20190417-asr9k-exr

受影响的版本

 □  Cisco IOS XR 64-bit Software Release 6.5.x < 6.5.3

 □  Cisco IOS XR 64-bit Software Release 7.0.x < 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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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影响的版本

 □  Cisco IOS XR 64-bit Software Release 6.5.3

 □  Cisco IOS XR 64-bit Software Release 7.0.1

解决方案

Cisco官方已经发布最新版本修复了上述漏洞，请受影响的用户尽快升级

进行防护。

具体操作方式请参考官方通告：

https://tools.cisco.com/security/center/content/CiscoSecurityAdvisory/

cisco-sa-20190417-asr9k-exr

声 明
本安全公告仅用来描述可能存在

的安全问题，绿盟科技不为此安全公

告提供任何保证或承诺。由于传播、

利用此安全公告所提供的信息而造成

的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后果及损失，

均由使用者本人负责，绿盟科技以及

安全公告作者不为此承担任何责任。

绿盟科技拥有对此安全公告的修改和

解释权。如欲转载或传播此安全公

告，必须保证此安全公告的完整性，

包括版权声明等全部内容。未经绿盟

科技允许，不得任意修改或者增减此

安全公告内容，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其

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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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 浏览器潜在中间人攻击漏洞 
威胁预警通告

发布时间：2019 年 3 月 27 日

综述

近日，国外研究员发现了UC浏

览器潜在的一个漏洞，可能会影响全

球范围内上亿用户。研究人员发现

UC浏览器中存在一个隐藏功能，该

功能绕过了一些应用商店限制，可以

从网上下载一些备用组件并执行。该

功能用于给客户端添加新功能或者升

级，但是也可以被中间人攻击利用。

例如，当用户使用UC浏览器下载一

份PDF文件并尝试打开浏览时，攻击

者可以利用中间人攻击使浏览器下载

一个恶意的文件并最终执行。

详细漏洞信息可参考：

h t t p s : / / v m s . d r w e b . c o m /

search/?q=UC%20Browser

受影响的版本

 □  目前UC浏览器移动手机版以及桌面版均受影响

解决方案

截止本文发布前，UC浏览器官方还未修复此问题，建议用户暂时尽量避

免使用UC浏览器，并在官方发布更新后，尽快升级进行修复。

参考链接：

https://www.bleepingcomputer. com/news/security/uc-browser-for-

android-desktop-exposes-500-million-users-to-mitm-attacks/

https://news.drweb.com/show/?i=13176&lng=en

声 明
本安全公告仅用来描述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绿盟科技不为此安全公告提供任

何保证或承诺。由于传播、利用此安全公告所提供的信息而造成的任何直接或者间接

的后果及损失，均由使用者本人负责，绿盟科技以及安全公告作者不为此承担任何责

任。绿盟科技拥有对此安全公告的修改和解释权。如欲转载或传播此安全公告，必须

保证此安全公告的完整性，包括版权声明等全部内容。未经绿盟科技允许，不得任意

修改或者增减此安全公告内容，不得以任何方式将其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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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盟科技产品更新提示

网络入侵防御/检测系统规则库更新

网络入侵防御 /
检测规则库

最新版本
规则更新

5.6.10.20205

新增规则：
1. 攻击 [24476]:Sierra Wireless AirLink ES450 ACEManager template_load.cgi 信息披露（CVE-2018-4067）
2. 攻击 [24477]:JioFi 4G M2S 1.0.2 拒绝服务 (CVE-2019-7439)
3. 攻击 [24472]:WordPress _wp_attached_file wp_crop_image 目录遍历漏洞 (CVE-2019-8942)
4. 攻击 [41680]:APT34 组织黑客攻击工具检测
5. 攻击 [24474]:Oracle Business Intelligence XML Publisher 12.2.1.4.0 - XML 外部实体注入漏洞 (CVE-
2019-2616)
6. 攻击 [24471]:WebLogic 任意文件上传漏洞（CVE-2019-2618）
7. 攻击 [24470]:Weblogic blind XXE 漏洞
8. 攻击 [24469]:Oracle WebLogic wls9-async 组件反序列化远程命令执行漏洞
9. 攻击 [24459]:Pegasus CMS 远程命令执行漏洞
10. 攻击 [24460]:metinfo 6.2.0 前台 SQL 注入漏洞
11. 攻击 [41665]: 利用 Jenkins RCE 漏洞的 ImposterMiner 挖矿木马
12. 攻击 [41666]: 暗云木马通信
13. 攻击 [41310]:Bill Gates 僵尸网络通讯
14. 攻击 [24461]:Loytec LGATE-902 任意文件删除漏洞 (CVE-2018-14916)
15. 攻击 [24462]:Horde Groupware Webmail 认证任意文件注入 (CVE-2019-9858)
16. 攻击 [50556]:MySQL 登录认证成功
17. 攻击 [24452]:WordPress Ultimate Form Builder 1.0 数据库泄漏
18. 攻击 [24453]:TP-Link SR20 本地网络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19. 攻击 [24454]:Masch CMStudio 横幅模块 8.6.1 打开重定向导致网络钓鱼
20. 攻击 [24456]: 惠普打印机认证绕过漏洞
21. 攻击 [24455]:WordPress article2pdf 任意文件读取漏洞 (CVE-2019-1010257)
22. 攻击 [41664]: 基于 Linux 环境的 CryptoSink 挖矿活动
23. 攻击 [41663]: 基于 Windows 环境的 CryptoSink 挖矿活动
24. 攻击 [24457]:ElasticSearch 远程任意代码执行漏洞 (CVE-2014-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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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入侵防御 /
检测规则库

最新版本
规则更新

5.6.10.20205

25. 攻击 [24458]:PhreeBooks ERP 5.2.3 任意文件上传漏洞
26. 攻击 [24447]:JFrog Artifactory Administrator 身份验证绕过 (CVE-2019-9733)
27. 攻击 [24448]:Ruby on Rails 路径穿越与任意文件读取 (CVE-2019-5418)
28. 攻击 [24449]:WordPress AND-AntiBounce 1.0.3 重定向漏洞
29. 攻击 [41661]:WordPress 2.0.2 WP-Forum Plugins 1.7.8 数据库文件泄露漏洞
30. 攻击 [24451]:Titan FTP Server 路径遍历漏洞 (CVE-2019-10009)

修改更新规则：
1. 攻击 [41655]:" 驱动人生 " 下载器木马通信
2. 攻击 [41680]:APT34 组织黑客攻击工具检测
3. 攻击 [24469]:Oracle WebLogic wls9-async 组件反序列化远程命令执行漏洞 (CVE-2019-2725)
4. 攻击 [24431]:HPE 智能管理中心 iccSelectCommand 表达式语言注入漏洞
5. 攻击 [40328]: 木马后门程序冰河木马通信
6. 攻击 [60464]:HTTP 服务目录遍历漏洞
7. 攻击 [49014]: 门罗币挖矿程序网络通信
8. 攻击 [49013]: 挖矿程序连接矿池服务器通信 ]
9. 攻击 [49005]: 暗云木马查询控制服务器域名
10. 攻击 [49008]:Bill Gates 僵尸网络查询控制服务器域名
11. 攻击 [41660]: 疑似通过 PostgreSQL 的 COPY FROM PROGRAM 功能运行系统命令 (CVE-2019-9193)
12. 攻击 [49019]: 挖矿蠕虫 WannaMine 连接通信
13. 攻击 [62801]:Apache HTTP Server 换行内存分配拒绝服务漏洞

Web应用防火墙规则升级包
Web 规则库

最新版本 规则更新

6.0.7.0.41353

新增规则 :
1. 服务器 / 插件漏洞防护
27526166 WebLogic_Async_Remote_Code_Excute 防护 Weblogic 远程代码执行漏洞
27526163 Apache_Solr_ConfigAPI_RCE 防护 Apache Solr 命令执行漏洞
27004876 RoR_Arbitrary_Files_Read 防护 Ruby on Rails 路径穿越与任意文件读取 
27004877 Drupal_Core_RESTful_RCE 防护 Drupal Core RESTful 命令执行漏洞
27004878 Kindeditor_Remote_File_Upload 防护 KindEditor 网站编辑器组件上传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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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品发布·绿盟科技数据安全解决方案

针对市场上不断出现的数据威胁乱象，绿盟科技于2019年4月2日推出全

新的《数据安全解决方案》，方案为数据安全设计了全面可信的防御体系，

有效保护数据在全生命周期过程中的安全，达到合法采集、合理利用、静态

可知、动态可控的防护目标。

图 绿盟科技数据安全解决方案防护目标

结合客户的需求，以及对实际环境的调研了解，总结出了一套数据安全

治理方法，及“知”、“识”、“控”、“察”，利用咨询服务发现数据风

险，通过产品落地实现对数据的可视化监控、风险点排除，及时预警、及时

阻止对数据的非法使用行为，最后对数据进行持续运营服务，让数据始终处

于被监控的安全状态，当有新的业务上线时，可根据此数据治理方法快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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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新数据的安全监控。

图 绿盟科技数据安全治理设计思路

绿盟科技针对数据安全提出了完整的解决方案，包括数据梳理、风险分析、

运维数据监管、业务数据监管、办公数据监管，以及数据的可视化分析展现，全

面对数据在各种场景中的全生命周期安全进行了阐述。

客户价值：

1、满足合规要求
通过本方案的实施，可以对法规中提到的鉴别信息数据、重要个人信息、重

要业务数据做到针对性的监控与保护，使企业在发现数据风险前及时做出响应，

避免因数据丢失造成的危害与损失。；

2、权限划定清晰
通过本方案的实施，将数据合理的进行级别划分，结合管理与业务的需要对

数据的访问、使用，进行清晰的权限管控，做到权责分离，事后还可以通过审计

结果明确事故责任方，避免了责任不清；

3、数据生命周期全面掌控
利用本方案对数据的生命周期中各个环节做监控，掌握数据的动态，了解数

据的流向，提前对可能发生的数据泄露风险进行预警，保障数据在安全的可控范

围内流转、使用与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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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降低数据泄露风险
通过对数据的扫描与跟踪，利用内容识别、UEBA、机器学习等技术，及

时发现数据所承载的系统、业务、网络、终端中的安全威胁，提前做好防范

措施，让泄密风险看得见、使数据泄漏防得住；

5、提高数据使用者的安全意识
绿盟数据安全解决方案的应用，让数据使用者了解数据的重要程度，规

范数据使用者的操作行为，从潜意识里指导与帮助人们正确使用资源，合理

利用资源，保护数据的安全。

图 绿盟科技数据安全解决方案架构

绿盟数据安全解决方案为客户提供了全面可信的数据风险识别与防护体

系，将个人隐私数据、企业敏感数据、鉴别类信息进行有效的分拣区分，从

数据治理到合规监管，从及时预警到风险态势，对不同场景提供有效的数据

安全保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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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啦噜，不用 VPN 也能登陆内网应用系统？

SAG的使用场景可以总结为：

1.远程访问：外部使用者访问企业内部应用；

2.内部访问：普通员工访问企业敏感应用；

3.站点互通：建立专有网络，总、分公司互联互通。

SAG具备如下产品功能：

传输安全——反向代理双网互通
隔离外网用户和内网资源，用户通过代理地址，访问到SAG，再到服务

端获取资源，整个访问过程在安全通道中进行，同时可以过滤非法的访问，

从而保障服务的安全性。

身份安全——多种认证手段结合
丰富多维的认证方式——支持的认证方式包括客户端与服务端证书双

向认证 (Mutual-TLS)、基于 OIDC 协议的身份令牌认证 (ID Token)，以及基

于 OTP 的多因子认证等，同时支持黑白名单控制 (包括 IP/客户端证书/ ID 

Token)，确保身份认证的安全可控。

说起远程访问，即想到VPN。

相信很多人都遇到过VPN操作复杂、

频繁掉线、卡顿，用手机用VPN，更

是一言难尽难……绿盟安全认证网关

（NSFOCUS Security Authentication 

Gateway，以下简称绿盟SAG）可轻

松搞定远程访问：无论是电脑还是手

机，都能让您实现公网无感访问内网

应用系统，直呼“天啦噜”。

绿盟SAG，作为访问控制类产

品，可以为移动办公和公网办公提

供安全保障。绿盟SAG针对HTTP/

H T T P S 协 议 下 的 访 问 ， 可 以 替 代 

VPN，且支持集群部署，负载均衡，

应对高并发，实现安全便捷的访问体

验，为企业省钱、省事、省心。

简单来说，SAG通过反向代理打

通两个本不联通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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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安全——UD系统内嵌的账户管理
通过默认部门组和自建角色组，对用户权限进行多维度及细颗粒度的划

分，实现跨部门、跨地区的分层分级管理。

可以管控应用内部的菜单、功能或其他可拆分的资源，细化访问权限。

对用户无感，部署简单。另外，绿盟SAG在移动办公上有优异表现，手机、

PAD轻松实现访问。

行为安全——可视化日志审计
所有管理员操作日志和外部访问日志保存在持久数据库中，并提供图形

界面进行多条件查询索引，同时提供图形化的访问量和自身状态的图示。

同时还提供监控应用安全认证网关的服务器状态，提供图形化界面，用

以判断服务运行情况、硬件资源使用情况。

SAG与传统VPN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传统VPN的优势在于适用范围的广泛，可以覆盖协议的服务多样，但

其实现原理本身就导致成本较高，实施复杂，难以规模化应用，更有操作复

杂、频繁掉线、卡顿、难以应对移动端办公场景等问题。

作为访问控制产品，总的来说，绿盟SAG相对VPN在以下方面有优异
表现：

 ◆ 无Agent：	更不用区分电脑是Windows还是IOS，不区分是电脑端还

是手机端

 ◆ 操作简便：和在内网使用过程一样

 ◆ 使用流畅：卡顿？掉线？不存在的

 ◆ 安全接入：逻辑隔离内外网

 ◆ 负载均衡：保障高性能操作

 ◆ 贴心对接：可以配合用户本身portal，C/S、B/S服务

 ◆ 身份认证：	支持动态密码、二维码、指纹、刷脸、各种姿势证明“我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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